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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下半年事业单位联考 A 类《综合应用能力》真题

材料一

G省 A市环境监测站（以下简称“监测站”）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是 A 市环境保护局直属事业单位，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监测站主要负责对全市大气、水体、土壤、生物、噪声、放射性等各种环境要素进行例行监

测，负责对全市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进行监督性监测，负责全市环境污染事件调查监测、环境执法监测以及各

类技术服务监测等工作，分析、评价全市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状况，为环境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指导全市

环境监测工作，落实“测管协同”工作机制。目前，A 市环境监测站已具备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土壤和底泥、

固体废物、噪声和振动、辐射等方面的监测能力，能满足新形势下环境监测任务，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保障。

A市环境监测站所承接的常规监测任务繁重，据不完全统计，监测站每年出具的数据量在 10 万个以上，为

适应环境监测新形势，A市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实验室环境，更新监测设备。同时，不断引进高素质人才

充实监测力量，近几年累计引进硕士研究生 8 人，本科生 20 人，现有工作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达到

85%。

张俊是个 85 后，是监测站 2013 年从某名牌大学引进的硕士研究生。张俊是校级优秀毕业生，进站后师从

王总工程师，目前已迅速成长为监测站的青年骨干。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加大，环境监测评估服务

市场化建设逐步成型，加上人员流失，站里的技术力量有限，虽然张俊主要负责的是环境应急监测和水质监测

等，但基本上也成了“救火队员”，哪个工作领域缺人，就去哪里。

材料二

2015 年，为了更好地落实《G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全省 12369 环保投诉响应机制的通知》精神，A

市环境保护局决定让监测站加入全省环境保护投诉响应机制，按照“测管协同”的原则，监测站牵头负责环境

质量异常情况的环境监测工作，环境监察执法大队牵头负责环境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工作，凡是环境涉诉事件，

两部门同时出现场，同时进行结果反馈。违法违规事件由环境监察执法大队进行后续处理，其余事件由监测站

牵头处理，做到接报必测、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

2018 年 9 月 30 日凌晨 1时许，患有心脏病的 A市高新区居民李先生因其住处附近一栋商务大楼设备运行

产生的噪声干扰，休息不好导致病情加重，遂向市长热线进行投诉。接到转来的投诉后，监测站立即安排监测

人员去往现场，经监测，当时的噪声为 49 分贝，符合国家规定的夜间时段 50 分贝以下的标准。现场监测结果

认定，涉诉企业没有违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城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由城市综合管理执法部门处理，监测数

据由环境监测站提供，因李先生不接受这个结果，质疑监测站数据造假，领导派张俊负责后续协调事宜。

张俊找到了李先生，沟通过程中李先生情绪很激动：“我每天生活在他们制造的噪音里，整夜不能睡，心

脏病越来越严重，我有医院诊断证明！现在你们说他们的噪音符合标准，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那么大的

嗡嗡声，你听不见？还敢说符合标准！我不信，我要求你们再检测！”张俊表示理解李先生的心情，耐心向李

先生解释国家的噪音标准，并承诺进行复检。之后张俊多次进行实地查看，特别是在凌晨时段进行了两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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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发现有个别时间点噪音达到 51 分贝，总体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为了想办法降低噪音，张俊仔细勘查

了现场周围环境，发现部分设备具备加装降噪设施的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噪音。经过张俊的反复协调沟

通，商务大楼运营方最终同意加装降噪设备，但工期比较长，需要三个月。张俊向李先生反馈了结果，李先生

却认为几次检测结果有出入，不可信，而且装个降噪设备要三个月时间，分明是拖延敷衍。他表示如果不马上

解决，将向更高一级部门投诉。

材料三

2018 年 10 月 5 日，峰石区大冲村居民拨打市长热线，反映村子里的工厂夜间偷排废水废气，影响村民身

体健康。监测站接报后立即安排应急监测，正在休假的张俊被紧急叫了回来。当晚，张俊带着检查人员小王进

入大冲村时，涉诉工厂正在进行生产。张俊发现生产车间地上摆着大量模具，散发出明显的氨气味和其他异味，

车间地上有石蜡和积水，焙烧区上方的一根烟囱穿过屋顶，向外排放白色气体。通过走访厂区，张俊发现厂区

的固体废弃物堆放不合规，存在污染土壤的可能，立即向厂方指出问题，并做了记录。

张俊按规定调取了该工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监测记录，发现在过去的监测记录中，厂区周边的大气监测

点均未超标。张俊将结果告知围观的村民，村民们议论纷纷，“每次检测都说合格，合格能有这么难闻的味道？”

“小伙子，环保监测是干啥的？凭什么你说合格就合格？”还有村民把张俊拉到一边说，“他们工厂经常晚上

干活，有时还有洒水车过来洒水，这不是造假吗？”说着还给张俊看了手机里拍摄的照片。为了打消村民疑虑，

张俊当场给大家讲解了监测设备的工作原理，特别强调根据现有监测设备的技术性能，数据被人为影响的可能

性很小，村民们半信半疑。

村主任告诉张俊，这些投诉的村民中有的是被工厂解聘的工人；有的是听说市里原本打算整村征地，就是

因为有这家工厂而搁置了，所以他们希望工厂赶紧搬走，好获得一些征地补偿。涉诉工厂负责人则表示，工厂

从未向外直排工业废水。经过现场检查，张俊没有发现工厂直接对外排放工业废水，车间地板上确实有水渍，

但地板做了防渗漏处理，虽然有细小裂缝，水并不会大面积渗出。但在车间围墙外涵洞处，确实可以看到有两

个排水口正在往外排水。张俊和小王进行现场取样，他们按照流程分别在两个排水口取样。村民围着小王说：

“这水这么脏，肯定有问题。”小王边取样边随口回应：“不排除这种可能。”听小王这么一说，村民们炸开

了锅：“是吧，我们就说工厂有问题吧，你看专家都这么说。”张俊立刻纠正：“水体浑浊的原因有很多，现

在没有做技术分析，我们还不能下结论。”村民却不理会：“上次那个人拿个那么小的机器来，估计没这个准！”

张俊向村民表示环境监测都是由他们监测站的工作人员负责，不同的监测仪器功能不一样，仪器设备大小不会

影响监测结果，让大家放心，然后张俊又穿上防水服，猫着腰钻进涵洞，在涵洞内的沉积处取了一次样。旁边

有村民赞叹说，“这小伙子还像点样，能吃苦！”样品检测结果出来后，数据并未超标，但是村民们始终认为

这么脏的水不可能达标，觉得监测站在给工厂打掩护，拒绝接受检测结果，说要继续投诉。

材料四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上午，监测站马站长接到紧急电话通知：一辆装有 5吨苯酚的罐车在滨河西路三段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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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米处翻车，虽经紧急处置，还是有大约 2 吨苯酚流入九枝江。苯酚泄漏威胁下游 15 公里处西王镇 17 个村

生活饮用水安全，为了快速评估水污染影响的区域和时间，消除村民恐慌心理，监测站立即启动了应急监测程

序，王总工程师带着张俊和其他水质监测人员，携带应急仪器设备进入事件现场。

西王镇村民看到监测人员开始对取水口附近的水质进行监测，十分担心饮用水安全，纷纷抢购桶装水，部

分村民还在西王镇大奇山下排队取山泉水，场面非常混乱。西王镇唐镇长非常着急。张俊向唐镇长解释水质变

化情况，同时说明随着上游来水稀释和污染带下移，这次污染事件对西王镇供水负面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短，

唐镇长听后，还是忧心忡忡地走了。

当晚 8时 30 分，张俊监测发现，下游多处监测点的水质均已恢复，西王镇自来水厂供水口水质为一类达标

水，于是立刻出具应急监测报告，并送达西王镇政府。半小时后唐镇长打来电话说，已经将水质达标的消息通

知到各村，可抢购桶装水的行为没能得到遏制，到大奇山下取水的村民也越来越多。现在村民们不仅担心水有

问题，还担心空气也被污染了，而且还把这事发到了网上，恐慌情绪有蔓延的趋势。放下电话后，张俊立即上

网查看：

瓶中的鱼儿：苯酚有很强的毒性和扩散性，此次事件造成了周边空气污染，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开窗，不要

去室外。

闲人就是我：苯酚流到江里了，自来水至少要等一周以后再喝才安全。

仰仰：据说公路边上的菜地也污染了，大家这两个月别买本地青菜啦，小心中毒。

落落大方：@楼上，你有没有常识啊，苯酚在公路上泄漏的，怎么会污染到青菜?

丽丽莱啦：现在的环境问题太严重了，地球没法待了，水有问题，菜也有问题，只能不吃不喝，就当减肥

啦！

小灰灰：我刚看到官方报道，说江水合格啦，市民可以放心饮用。

钱钱：拍砖@楼上，据说现在的环境监测站设备没有那么先进，只能大致检测，很多有毒成分根本检测不出

来！

风吹过韶华：我觉得这么短的时间，环保部门不可能那么细致，也就是大概齐地查了查，所以先不喝自来

水为好！

陶土塑成：楼上不怕死，你就喝吧！

小霞霞：@小灰灰 哪个部门说水没问题啦？我不信，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查的出来啊！

绿林好汉：给你们个忠告，谁说可以喝也不要喝，现在说符合标准，可不一定对身体没害处，谁知道他们

的标准有没有问题啊！

放飞自我：哎，你们互怼有劲儿吗？你们谁看到监测过程啦，眼见为实，都没看过，就别瞎说！

宇宙召集人：@楼上 说的好像你看过一样，你知道监测仪器长啥样嘛？

东风吹：就是就是，要是能去监测站看看他们的监测过程就好啦，省的在这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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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五

近年来，A市环保系统一直注重搭建青年人干事创业的平台，强化岗位示范，将创先争优与青年承诺践诺

相结合，树立和宣传了一批岗位能手和业务先进，张俊就是从中脱颖而出的一员。自进入监测站工作以来，张

俊受到了领导同事的一致好评，取得了突出的业绩，也获得了很多荣誉。2015～2017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A市

环境监测站优秀工作者”，2016 年获得了“A 市环境监测系统青年标兵”，2017 年获得了“A市环保系统青年

突击能手”等荣誉称号。A 市环境保护局官网“最美基层环境人”栏目还专门对他进行过采访报道，以下材料

节选自该栏目报道：

记奋战在环境监测一线的青年标兵——张俊

他是一个平凡的年轻人，工作在环保基层，奋战在监测一线，默默无闻地干着常人眼中单调而又乏味的工

作——采样、分析、出数据、写报告。然而，他却把这些单调而又乏味的工作做出了滋味，做出了成绩。他对

工作的辛勤付出，为我市环保事业的高楼大厦筑起了坚固的基石。

我的工作服是“速干服”

张俊说，来到监测站后，每天都像在打仗，全市有 129 处地表水取样点位，每个月都要对各点位取一次样，

为了确保按时完成各种报告，每个月初都会由 2～3 组人把 129 个点位全部采一遍，采完还要回去分析结果，加

班对于监测站的同事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2018 年 8 月 9 日是三伏天里平常的一天，张俊如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单位，仔细清点采样设备后，外出取

样。这一天，他要到 14 个河流断面采集地表水水样。第一个采样点位是南护城河，张俊和同事麻利地从车上取

下采样器和塑料壶，先穿过一段残破的围墙，再趟过一片杂草丛，来到南护城河一段窄窄的由水泥砌筑的河堤

上，河堤后满是生活垃圾，散发着让人作呕的臭味。在这里，张俊拽着绿色尼龙绳，将采样器缓缓沉入水中，

装满水后，再缓缓提起，将水轻轻倒入塑料壶中，“这一桶（采样器）装满了水大概十多斤。”像这样将采样

器放下，再盛满水提起的动作，他一天得做不下 40 次。“在采样中，比这环境恶劣的地方也遇到过，有些水的

味道比这个还要臭。”张俊轻描淡写地说。

这是个被戏称为“出门 5分钟，出汗两小时”的时节，经过近 20 分钟的户外工作，张俊身上的工作服早已

湿了大半。“同事们都管我们的工作服叫‘速干服’。不知是用了什么材质，出汗湿得快，干得也快，就像是

为我们这工作量身订做的。”张俊憨笑着说。“其实这不算什么，冬天才是最难熬的。需要在冰面上凿冰窟窿

取样，一整天手脚都是僵硬麻木的。”车子开往下一个取水点的过程中，张俊回忆说，“毕业时我其实也有过

很多选择的机会，师兄希望我跟着他读博士，做他科研团队的负责人，也有公司出高薪聘请我去做技术主管，

但导师的话始终深深触动着我，他在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叮嘱我们，做一个环境数据人要有情怀，要用

平凡和普通铸就伟大！如果说数据工作是国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那么每一位业务精湛又肯扎根一

线的监测员就是筑起这条生命线的基石。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轻松和高收入的工作，致使基层监测力量

匮乏。我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五年，当然期间也有过动摇，尤其是看其他同学比我轻松、比我挣钱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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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也很失落。而且有时候家里人也挺不理解，我一个城里孩子，没吃过什么苦，现在每天风吹日晒，有时候

赶不上饭点还得挨饿。有一次我妈来看我，刚好我中暑了，她流着泪让我别干了，当时我真是纠结啊。但想来

想去，怎么都放不下站里的工作。”

大家都不愿意，那就我来吧

近几年，A市环境监测站增加了辐射监测监管这一新业务。在同事们都“谈辐色变”的窘况下，张俊挺身

而出。面对崭新的学科领域，他从零学起，先是买来专业书籍、上网查资料自学，后来又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参

加了辐射环境监测监管综合研修班。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张俊在做好现场监测

工作的同时，靠着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专业学习，光学习笔记就厚厚的两大本。研修班结业时，他撰写的论文《如

何推进城郊辐射监测——基础知识普及和监测工作展开》获得培训班老师一致好评，被收录在《A市环保系统

辐射环境论文集》。从零基础到撰写专业论文，张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令同事们刮目相看。

2016 年初，G省环境保护厅下发文件，10 月份要在全省环保系统进行辐射监测大比武。作为站里绝对的辐

射技术骨干，张俊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项重任。由于当时现场监测也缺人手，那段时间，他白天外出采样，晚

上投入到辐射监测训练，整个人连轴转。但张俊从来不叫苦，工作过硬，训练照样不敷衍，认真对待辐射监测

训练的每个环节，选点、勘察，入户沟通，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最终，张俊代表 A市在辐射监测大比武中荣

获第三名，在单位掀起了一股学习之风。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张俊的师傅王总工程师说：“张俊这小伙子真不错，我带了这么

多年的徒弟，像他这样的还真不多见。名牌大学毕业，底子扎实、业务精湛、技术过硬自是不用说，难得的是

人品贵重，踏实肯干、勤奋刻苦，一点没有城里孩子的娇气，遇到问题，从来都是迎难而上。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这孩子有股子‘钻’劲儿，我们站的很多技术难关都是他攻克的。更可贵的是他从不居功，经常主动帮助

其他同事提高业务水平，是‘传帮带’的楷模。这个年代，肯像他这样扎根基层实干的年轻人，真是不多啦！”

近两年，分析室的 CODcr 实验习惯用简单快捷的方法测定，但有时很多水样所含杂质较多，这种方法并不

适用，仍需要手工操作。做这一项目的人员刚参加工作不久，没有多少实验经验，在样品的滴定过程中遇到了

困难，多次实验后做出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出现质控样品不在标准范围内、实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张俊主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午休时间都泡在实验室。同事都心疼他一次次失败，但张俊

总是说“再试试，再试试。”实验过程中简单枯燥的工作反复进行，十分考验人的耐心。一起干的同事说，如

果没有张俊，自己肯定坚持不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张俊尝试应用的一些新方法不仅在 A市环保局得到认可，

还在整个 G省环境监测系统得以推广。

在监测站，提起张俊几乎是人人称赞。同事小王说，“站里的年轻人，我就服张俊，活干得一点儿不比别

人少，还年年有论文得奖，都不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来的，我就做不到。找他请教，从来不藏着掖着，就生怕

我听不明白，所以一有问题我就爱找他。”监测站马站长告诉记者，站里面要是多几个像张俊这样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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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是做梦都要笑醒了。

问题

问题一：

假如你是检测站工作人员张俊，请完成下列任务：针对材料 2 中李先生的投诉，领导让你召集涉诉双方面

对面协商解决，你将如何尽量促成双方和解？（35 分）

要求：定位准确，目的明确，措施具体、有效。字数在 300 字以内。

问题二：

结合材料 3 中大冲村投诉事件的处理过程，总结检测技术人员应对类似事件应着重注意哪些问题。（35 分）

要求：紧扣材料，考虑周全，简明扼要。字数在 250 字以内。

问题三：

为增进公众对环境监测工作的了解，消除对环境监测工作的认识误区，监测站拟于近期邀请部分群众来站

参加“公众开放日”活动。请你结合材料 1、3、4，列出应向参观者介绍的主要内容。（35 分）

要求：内容全面，针对性强，分条列项，语言简洁。字数在 300 字以内。

问题四：

近日，G省环境监测系统启动“青年岗位标兵”评选活动。A 市环境监测站推荐你参评，评选活动的环节之

一是以“立足岗位创一流，我为环保做贡献”为主题进行演讲。请你结合材料，拟写一份演讲稿。（45 分）

要求：紧扣材料，主题明确，层次分明，语言得当。字数在 600-800 字。

参考答案

第一题：

一、与环境监察执法大队负责人同时出面将涉诉双方邀请到投诉处理办公室，对李先生的处境表示同情，

安抚李先生的情绪。

二、向李先生耐心解读国家噪声标准、监测站工作职责与流程，并将监测记录如实反馈，承认之前存在监

测不全面的情况，承诺今后及时处理与反馈，保证监测结果的全面性、准确性，争取李先生的理解。

三、向运营商说明李先生患有心脏病的实际情况，反馈监测结果，明确其存在噪声超标的事实，让运营商

意识到自身问题，责令其停止作业或进行降噪处理。

四、建议运营商提高白天工作效率，减少夜间作业，并做好长效监督，督促其限期整改，有问题及时处理。

第二题：

一、与环境监察执法大队负责人同时出面将涉诉双方邀请到投诉处理办公室，对李先生的处境表示同情，

http://www.chinaexam.org


www.chinaexam.org

7

安抚李先生的情绪。

二、向李先生耐心解读国家噪声标准、监测站工作职责与流程，并将监测记录如实反馈，承认之前存在监

测不全面的情况，承诺今后及时处理与反馈，保证监测结果的全面性、准确性，争取李先生的理解。

三、向运营商说明李先生患有心脏病的实际情况，反馈监测结果，明确其存在噪声超标的事实，让运营商

意识到自身问题，责令其停止作业或进行降噪处理。

四、建议运营商提高白天工作效率，减少夜间作业，并做好长效监督，督促其限期整改，有问题及时处理。

第三题：

一、与环境监察执法大队负责人同时出面将涉诉双方邀请到投诉处理办公室，对李先生的处境表示同情，

安抚李先生的情绪。

二、向李先生耐心解读国家噪声标准、监测站工作职责与流程，并将监测记录如实反馈，承认之前存在监

测不全面的情况，承诺今后及时处理与反馈，保证监测结果的全面性、准确性，争取李先生的理解。

三、向运营商说明李先生患有心脏病的实际情况，反馈监测结果，明确其存在噪声超标的事实，让运营商

意识到自身问题，责令其停止作业或进行降噪处理。

四、建议运营商提高白天工作效率，减少夜间作业，并做好长效监督，督促其限期整改，有问题及时处理。

第四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立足岗位争创一流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

大家好!我是环境监测站的一名一线人员。众所周知，环境监测是清苦的、繁重的、单调又乏味的，人员流

失严重，人手严重不足；同时，环境保护工作力度也在加大，环境监测评估服务市场化建设逐步成型；群众对

我们的工作也多有不信任和误解，致使环境监测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而环境监测工作是国家生态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生命线，每一位业务精湛又肯扎根一线的监测员都是筑起这条生命线的基石。

近年来 A 市环保系统一直注重搭建青年人干事创业的平台，强化岗位示范，将创先争优与青年承诺践诺相

结合，为我们把工作做出滋味、做出成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青年人，我们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

岗位争创一流，为我市环保事业的高楼大厦筑起坚固的基石。

首先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环境监测工作是艰苦的，由于监测点数量多、位置分散，加班是家常便饭；同

时监测环境恶劣，监测抽样的精度要求又很高。面对这样的客观条件，我们要转变思维，敢于吃苦，要用平凡

和普通铸就伟大！

其次要有担当。近几年，A 市环境监测站增加许多新业务，很多人因此产生了畏难情绪。面对这种状况，

我们要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崭新的学科领域，从零学起，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完成专业学习，把握每个细

节，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最后还要踏实肯干，勤奋钻研。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底子扎实、业务精湛、技术过硬自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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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但是我们还要做到踏实肯干、勤奋刻苦，遇到问题，迎难而上，认真耐心地对待，将“钻”劲儿融入工

作，敢于攻坚克难。同时，积极践行“传帮带”的传统，主动帮助其他同事提高业务水平。

做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者要有情怀，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环保为民的使命，立足岗位争创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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